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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瑞 联合律师事务所 Zhang & Attorney, L.P.
移民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十八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客户遍布全美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请将简历发送到info@hooyou.com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评估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1-800-920-0880  传真：713-771-8368

Website: www.hooyou.com

绿卡 签证

精办

绿卡申请 免费 评估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虎妈的大女儿索菲娅今天哈佛毕业，哈佛
家长上午电邮给我了张照片，该照片应该是
哈佛毕业典礼中同学或家长用手机从毕业班
的介绍材料里拍摄后传阅的，随后被告之它
来自哈佛家长的微信群。纵然照片给出不少
信息，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索菲娅的毕业去
向。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索菲娅已经官拜少
尉军衔，她将会以哲学和南亚研究为主修从
哈佛毕业，但是她的美军生涯则因她回故乡
康州纽黑纹读书而推迟。因为只拍摄到句子
的部分，这文字里的“School"到底是指什么
还真让我们费了不少神，谷歌半天也没有答
案。以前早知道索菲娅的志向为毕业后从军
并且有志于以军队里的法官或检察官作为职
业生涯，联想到她父母均为耶鲁法学院的教
授，而法官或检察官均需法学学位，我们自
然猜测那School可能是Yale Law School (耶鲁法
学院）。

下午找到的哈佛发表的新闻
才确认索菲娅会在从军之前读完
耶鲁法学院。索菲娅在虎妈的畅
销书正热的时候高中毕业，她当
时面临哈佛或耶鲁的选择时，她
选择了妈妈的母校哈佛，这次法
学院选择不知道她是否反过来选
耶鲁拒哈佛？虎妈前段时间透露
了自己的大女儿哈佛毕业后有参
军的决心，虎妈说她开始觉得惊
讶，后来则以女儿有志通过参军
为美国服务而深感自豪。

索菲娅应该是哈佛ROTC的
成员，理想为成为美军中的法
官。 ROTC是美国军队在大学设
立的预备军官制度，越战期间
由于美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反战
抗议声浪的高涨使ROTC撤离了
哈佛或耶鲁。当年克林顿当选

后的首项施政措施之一就是希望军队允许同
性恋者能够公开身份服役，但是迎来军方将
领的强烈反弹，因为将军们担心男性聚集的
部队如果出现同性恋活动将会影响美军的战
斗力。结果双方来了一个折衷的政策，就是
随后的“Don't Ask, Don't Tell"的美军对同性
恋军人的政策，也就是说别人“不问”，自
己也“不公开”的政策。你如果公开说自己
是同性恋，那你就必须从军队中走人。由于
这些美国军队长期实施的对同性恋的严格限
制政策，持续性地使ROTC远离哈佛四十年
多年，以前哈佛学生想参军的需要在麻省理
工或塔夫什大学接受ROTC的训练。奥巴马任
内的美国国会废除了军队中的“不问，不公
开”政策后，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于
四年前重新允许ROTC在校园内设立办公室。
左倾自由派思想盛行的常春藤校园与军中禁
同性恋的政策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很

好理解，不然ROTC不小心在同性恋聚集的耶
鲁招了个不能公开同志身份的年轻军官，这
对于军队和耶鲁都会比较难堪。

在美国当兵或做军官可不像在中国几十年
不打仗的和平兵那样仅为混年头或资历，美
国军人近期都不缺乏实战的经历，任何人都
面临随时上前线的可能。做父母的不担心孩
子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和一位西点军校本科
生的母亲共事过，当时正逢伊拉克战争的高
峰期，父母的担忧是明摆着的。但是索菲娅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选择如此挑战性的职
业，确实令人尊敬，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她的野心和不同一般的志向。她曾在推特留
言里说，她有意错过了哈佛年度影集和班级
留影，因为她认为如果未来的她不能拥有介
绍自己成就的维基网页，她自己就不值得被
人记得。

虎妈夫妇为女儿佩带军衔的照片令人动
容，它展现的是我们华裔同样把美国这个移
民的机会之地当作自己的国家来热爱。臭名
昭著的美国国会的《排华法案》正是因为美
国华裔纷纷参军，并且加入到美国和中国建
立的同盟去对日本作战后才逐渐被废除的。
我如今仍记得那位送儿子去西点的妈妈告诉
我的，美国军队所崇尚的是“国家，牺牲和
荣誉”的精神。

因同性恋在军中的被解禁而使得ROTC
重返哈佛和耶鲁校园，这会再现美国名牌大
学毕业生为军队服务的传统，也会改变现在
美国一般只有穷人参军的社会现象。耶鲁校
园在二战期间曾有二万士兵受训，我见过的
一些战争期间的老照片，耶鲁到处都是征兵
入伍的军车，第一次世界大战耶鲁就有9,500
名毕业生或学生上前线。老布什总统是最为
鲜明的例子之一，他即使父亲贵为康州参议
员，也在只经过了短期培训后就暂停耶鲁的
学业义不容辞地奔赴太平洋战争的前线，参
战不久就在激烈空战中被日本军机击落，他
当时为美军最年轻的飞行员。

谈及虎妈不少人会反感，其实对虎妈的
偏见更多的是出于对她的误解。她当时那篇
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吸引人眼球的“中
国妈妈为超人”的文章标题并不是她的，那
是编辑为竞争阅读量自己创造的。我读完《
虎妈的战歌》一书后，对她的印象有了很大
的改观，也有幸在他的演讲后买过她签名的
书。她是一位非常率真的人，那书正是她处
于妹妹患癌症和自己与老二关系弄僵等家中
连续的危机下一口气写成的，全书读来给你

非常真实的感觉。她说过孩子出家门去读大
学后，她不会再干预她们的职业选择。从她
惊讶地得知索菲娅从军的决定可以看出，她
真的是放手了。

现在索菲娅哈佛毕业，回家去读似乎永远
排第一名的耶鲁法学院，然后去美军里受锻
炼和开始职业生涯。很多人喜欢说耶鲁是美
国总统的摇篮，其实耶鲁和哈佛加起来的美
国总统数量只是美国总统的百分之二十几，
比牛津剑桥出的75%的英国首相差远了。美国
真正出总统的地方是美国的军队，那里拥有
很多美国人所崇尚的为国奉献的精神。军营
里出来的人因为其严格的领袖才能的训练，
还特别容易在大企业或其他机构被委以重
任。

虎妈的美国故事正在继续，强势的虎妈
还将女儿的名字取成了Chua-Rubenfeld的复
姓，所以索菲娅和妹妹露露从遗传和文化上
都带着浓厚的的华夏印迹。犹太人只要母亲
一方为犹太人就会被划归为犹太人，而拥有
犹太父亲则会是犹太姓氏，所以与犹太人结
婚你要做好孩子永远是犹太人的准备。虎妈
的俩虎仔当然是华夏的血脉，正如虎妈在中
国旅游与女儿争吵时她对索菲娅说的：“You 
are a Chinese! ( 你就是一个中国人！）”。
虽然华裔加犹太裔姓氏的美国女总统还十分
的摇远，但是美国是个做梦的好地方，俩
虎仔当然拥有我们华裔的真心祝福。(若需
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我们：电子
邮件：hypathway@hotmail.com电话：314 497 
1597)。

（接上期第11版）
“登山就像是和死神做爱！”这是《极限登山》的最后

一句话！就算你有最全的经验、最好的策略、最佳的天气、
最棒的装备、最强的体能，在登山过程中你也可能因为滑
坠、天气突变、雪崩、落石等原因挂掉，而世界上没有一项
运动像攀登这样危险，因为这些致命因素是你不可控制的客
观因素，何况还有自己主观的因素，所以攀登相比其它运动
而言就更加富有魅力！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风险管理，登山
是探险而非冒险，在登山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尽可能的去降低
风险、尽可能的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所以在攀登前我们必
须不断的完善自我，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客观评估自己的风
险接受程度，把能控制的危险因素降低到最低。尽力争取成
功但不强求登顶，要享受攀登的过程，过程最重要，登顶
并不是判断成败的标准而只是对攀登的额外嘉奖，是锦上添
花！有青山在就不会缺柴火烧，成功的路总是充满曲折的，
也从而更显珍贵！

当然，登山也是很自私的，因为危险总不能完全消除   

最初的梦想：珠峰！(续二）

	 	 	 	 	 	 中国珠峰登山队员	周华

（所以人寿保险就显得很有必要了），生命不只属于自己
还属于家人、朋友，自己一个人完全掌握了生命的使用权
而不顾及他人的需求，这肯定是自私的。但另外一方面，
生命只有一次，自己又不能完全为家人、朋友而生，终究
还是为自己而活的，终究所有人都是相对的活着！所以如
果一个人不是极其自私，那么他也不可能很好的去攀登！
登山者基本都是很纯粹地活在他（她）自己的世界里，很
难被别人打扰。但是这种自私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恰恰是
人类文明进步的保证，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是人类前进
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知欲，那我们
的文明将停滞不前。而攀登正是这种探索精神的完美体
现，而这种精神放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更显重要，因为我们
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仁”、“中庸”、“大道无为”
、“上善若水”这些基因，这些基本上都忽略了“锐意进
取”、“不断创新”、“探索未知”、“自我实现”这些
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所以探索精神将是我交给下一
代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子孙能明白并牢记这一点，
如果那样，我会觉得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登山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是不断在跟自
己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了解了你的优势及弱点，
了解了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解了如何选择，了解了生
与死，从而你看清了你的内心，攀登即人生！当然，攀登
就更不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表现我有多强，如
若，其一文不值！

登山还会教会我生命中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哪些东
西是你值得付出的。精神、家人、健康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的东西，当然不能否认钱财的重要性，只不过完全没有前
三者重要而已。所以应该挣钱的时候就要全力去奋斗，开
创自己的事业，这其实也是在攀登另一座无形的大山，而
到了应该享受生活时就要更加努力去享受。另外，世人所
常提起的权力其实是相当没用的东西，因为下面的人尊敬
的是你手中的章而不是你这个人，大大表面上活得很潇洒
但他敢独自一人开车去超市买瓶酒吗？权力越大的人越没
有自由、越羡慕没有权力的人，这个逻辑很少人能看透。
从另一方面来说，高山营地里的一个普通苹果显然比餐馆

里的山珍海味来得珍贵。在攀登过程中，我们所带的东西
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少到最后只剩食物、衣
服、空气三样，少到只要满足最低生存要求就可以了。会
有人带金钱、公章、房产证上去吗（这听起来好像很可
笑。）？所以从山上下来后，你会觉得我们所生活的条件
真是太安逸了，要什么有什么，而我们对此却认为理所应
当，我们的欲望真是太大了就像个无底洞！攀登者往往有
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经历了最低生存需求，明白了什
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从而懂得如何取舍！现时深
圳一个厕所的房价足够我周游中国，一个客厅的房价足够
我周游地球，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房价为什么那么高？

在山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对大自然的敬畏教
会了我应该在生活中始终怀揣敬畏之心，敬畏之心让我感
觉到自己是存在的。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无止境，那他一定
只会追求欲望本身而不会感觉到他自身的存在。攀登教会
了我如何控制欲望，要对现在的自己时时感到满意（另一
版本的“色即是空！”）。

当然人生不止要攀登有形的山峰，更要攀登无形的山
峰！如果学会了如何攀登有形的山峰，我想，大概也能学
会如何攀登无形的山峰吧！

2015年很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
年里我决定坚持最初的梦想：珠峰！现在各种条件都差不
多完备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最后，拉赞助也是有必要的，因为登珠峰对于我来说
实在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减少财务压力会更令我更有精
力和时间去专注于攀登本身。欢迎各位亲们、各位商家来
人来电：18926510151或微信:runnerhua，无论资助数额多
少，我承诺我会为每个帮助过我的人从珠峰带回一块小石
头作为回报！如果是商家赞助则可以将标识旗帜带上顶留
影！

资助链接： http://hudongba.mobi/article/cwce
   2015年1月9日   周华    于阳朔

   (全文完）

编者按：当尼泊尔大地震引起珠穆朗玛峰大
雪崩的时候，作为中国登山队一员的周华先
生正在珠穆朗玛峰南坡的营地。周华先生安
全地从山上撤离，但是这次雪崩造成二十多
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成为历年来珠穆朗
玛峰发生的最严重山难。
本报有幸得到周华先生的同意连载他的文
章，和读者分享他为实现攀登珠穆朗玛峰梦
想而努力的经历和感受。

虎妈女儿索菲娅哈佛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吳曉波

哈佛今年的毕业典礼。

今年四位参军的哈佛毕业生。索菲娅位于三位陆军少尉的最
左侧，另外一位为海军少尉。

哈佛新军官和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意大利战场的祖父。


